
2022-06-17 [As It Is] Tesla Raises Car Prices in U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3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2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4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5 all 1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6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7 aluminum 1 [ə'lju:minəm] n.铝

8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9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0 and 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1 another 1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12 are 1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
13 as 4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
14 at 1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挝货币基本单位att）；[化]砹（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） abbr.密封的（airtight）；气温（airtemperature）

15 auto 1 ['ɔ:təu] n.汽车（等于automobile）；自动 vi.乘汽车 n.(Auto)人名；(葡)奥托

16 automakers 2 n.汽车制造商（automaker的复数）

17 automotive 1 [,ɔ:təu'məutiv] adj.汽车的；自动的

18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19 bank 1 [bæŋk] n.银行；岸；浅滩；储库 vt.将…存入银行；倾斜转弯 vi.堆积；倾斜转弯 n.(B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)班克；(法、
匈)邦克

20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21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
22 batteries 1 ['bætərɪz] n. 电池 名词battery 的复数形式.

23 battery 1 n.[电]电池，蓄电池 n.[法]殴打 n.[军]炮台，炮位

24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5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6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27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28 buying 1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
29 buys 1 [baɪ] vt. 购买；买；获得；收买；<俚>相信 vi. 买 n. 购买；便宜货

30 by 2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
31 car 1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32 carmaker 1 ['kɑ:,meikə] n.汽车制造商

33 cars 1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
34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35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36 chain 2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
37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38 chip 1 vt.削，凿；削成碎片 vi.剥落；碎裂 n.[电子]芯片；筹码；碎片；(食物的)小片;薄片

39 chips 1 [tʃips] n.[食品]炸土豆条；小木片；（作赌注用的）圆形筹码；缺口（chip的复数形式）

40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41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42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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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44 company 4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45 compete 1 [kəm'pi:t] vi.竞争；比赛；对抗

46 competitor 1 [kəm'petitə] n.竞争者，对手

47 completed 1 [kəm'pliː 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8 computer 2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49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50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51 costs 3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52 credit 1 ['kredit] n.信用，信誉；[金融]贷款；学分；信任；声望 vt.相信，信任；把…归给，归功于；赞颂

53 currently 2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54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55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56 delays 1 [dɪ'leɪ] v. 耽搁；推迟；延误 n. 耽搁；延期；推迟

57 deliver 2 [di'livə] vt.交付；发表；递送；释放；给予（打击）；给…接生 vi.实现；传送；履行；投递 n.投球

58 delivery 1 [di'livəri] n.[贸易]交付；分娩；递送

59 demand 1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60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61 devices 1 [dɪ'vaɪsɪz] n. 设备

62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63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64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65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66 electric 2 [i'lektrik] adj.电的；电动的；发电的；导电的；令人震惊的 n.电；电气车辆；带电体

67 electricity 1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
68 electronic 1 adj.电子的 n.电子电路；电子器件

69 elon 1 [ɪ'lɒn] 埃伦(可溶性显影剂粉末)

70 English 1 ['iŋgliʃ] adj.英国人的；英国的；英文的 n.英语；英国人；英文；英格兰人 vt.把…译成英语

71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72 ev 2 ['iː v] abbr. 电子伏特 (=electron volt).

73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74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75 evs 1 ['iː vs] (=endoscopic variceal sclerosis) 静脉曲张经内窥镜硬化剂(疗法),(=ethylvinyl sulfide) 乙基乙烯基硫

76 executive 1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
77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78 experiences 1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
79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80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81 factor 2 ['fæktə] n.因素；要素；[物]因数；代理人 vi.做代理商 vt.把…作为因素计入；代理经营；把…分解成 n.(Factor)人名；(英)
法克特

82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83 first 1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84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5 fourth 1 [fɔ:θ] adj.第四的，第四个的；四分之一的 n.第四，月的第四日；四分之一 num.第四

86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87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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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89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90 grows 1 英 [ɡrəʊ] 美 [ɡroʊ] v. 增加；生长；变成；种植；逐渐开始

91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92 had 2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
93 has 5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
94 have 2 [hæv, 弱həv, əv, v] vt.有；让；拿；从事；允许 aux.已经 n.(Have)人名；(芬)哈韦；(德)哈弗

95 he 3 [hi:, 弱 hi, i:, i] n.男孩，男人；它（雄性动物） pron.他 n.(He)人名；(日)户(姓)；(朝)海；(柬)赫

96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97 help 1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98 high 2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99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100 in 12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101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02 increase 3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103 increases 3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104 industry 2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05 inflation 1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
106 investment 1 [in'vestmənt] n.投资；投入；封锁

107 is 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8 it 2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
性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informationtechnology

109 its 6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10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111 lasting 1 ['lɑ:stiŋ, 'læstiŋ] adj.持久的；永恒的 n.[纺]厚实斜纹织物 v.持续；维持（last的ing形式）

112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113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14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15 limiting 1 ['limitiŋ] adj.限制的；限制性的 v.限制；限定（limit的现在分词）

116 lithium 2 ['liθiəm] n.锂（符号Li）

117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18 make 2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119 manufacture 1 [,mænju'fæktʃə] n.制造；产品；制造业 vt.制造；加工；捏造 vi.制造

120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21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122 materials 2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123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24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125 model 5 ['mɔdəl] n.模型；典型；模范；模特儿；样式 vt.模拟；塑造；模仿 vi.做模型；做模特儿 adj.模范的；作模型用的 n.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126 models 3 ['mɒdlz] n. 模范；模特儿；模型（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）

127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28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29 more 1 [mɔ:] adv.更多；此外；更大程度地 adj.更多的；附加的 pron.更多的数量 n.更多 n.(More)人名；(英、法)莫尔；(意、西、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以)莫雷

130 musk 5 [mʌsk] n.麝香；麝香鹿；麝香香味

131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32 notes 1 英 [nəʊt] 美 [noʊt] n. 笔记；便条；纸币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音调 vt. 注意；记录；注解

133 of 1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34 On 4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135 one 2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
136 ordered 1 ['ɔ:dəd] adj.[数]有序的；整齐的；安排好的 v.命令；点餐（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37 orders 1 英 ['ɔː də(r)] 美 ['ɔː rdər] n. 顺序；条理；订单；命令；秩序；阶层；[生]目；点的东西 v. 命令；定购；调整；整理；点餐；
预定，订货

138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39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40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141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142 parts 2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143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144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45 percent 1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146 performance 2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147 person 2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148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149 place 2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150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151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152 predict 1 [pri'dikt] vt.预报，预言；预知 vi.作出预言；作预料，作预报

153 price 5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
154 prices 2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155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156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157 processors 1 n. 处理器 名词processor的复数形式.

158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159 product 1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
160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161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162 raised 2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163 raises 1 ['reɪzɪz] n. 加薪；增加 名词raise的复数形式.

164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65 recession 1 [ri'seʃən] n.衰退；不景气；后退；凹处

166 reported 3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167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168 represents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169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170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71 richest 1 ['rɪtʃɪst] adj. 最富有的，最丰富的（形容词rich的最高级）

172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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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174 rose 2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
175 said 4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拉伯)赛义德

176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177 semiconducting 1 [,semikən'dʌktiŋ, ,semai-] adj.半导体的；有半导体特性的

178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179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180 shortages 1 ['ʃɔː tɪdʒɪz] 缺陷

181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182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183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184 some 1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
>稍微

185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186 spacex 1 n.太空探索技术公司（美国的太空运输公司）

187 States 1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188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189 story 2 ['stɔ:ri] n.故事；小说；新闻报道；来历；假话 vt.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.说谎 n.(Story)人名；(英)斯托里

190 struggled 1 ['strʌgəld] adj.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91 Suisse 1 [swi:s] n.（法）瑞士（等于Switzerland）

192 super 1 ['sju:pə] adj.特级的；极好的 n.特级品，特大号；临时雇员 n.(Super)人名；(英)休珀

193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194 supply 2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195 Swiss 1 [swis] adj.瑞士的；瑞士人的；瑞士风格的 n.瑞士人；瑞士腔调

196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197 tesla 13 ['teslə] n.特斯拉（磁通量单位） n.(Tesla)人名；(英、捷、塞)特斯拉

198 than 1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199 that 6 [ðæt, 弱ðət, ðt] pron.那；那个 adv.那么；那样 conj.因为；以至于 adj.那；那个 n.(That)人名；(德)塔特

200 the 2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01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02 things 3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203 this 3 [ðis, 弱ðəs] pron.这；这个；这里 adj.这；本；这个；今 adv.这样地；这么 n.(This)人名；(法)蒂斯

204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205 time 1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206 to 22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207 transport 1 [træns'pɔ:t; trænz-træns'pɔ:t, trænz-, trɑ:n-, 'trænspɔ: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机；狂喜；流放犯 vt.运输；流放；使狂喜

208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209 twitter 1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210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211 us 2 pron.我们

212 used 3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13 vehicle 5 ['viː ɪk(ə)l] n.[车辆]车辆；工具；交通工具；运载工具；传播媒介；媒介物

214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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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216 want 1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
217 warned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218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19 we 1 [wi:弱 wi] pron.我们（主格）；笔者，本人（作者或演讲人使用）；朕，寡人 n.(We)人名；(缅)韦

220 website 2 ['websaɪt] n. 网站

221 went 2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222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23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24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25 words 1 [wə:dz] n.[计]字（word的复数）；话语；言语 v.用言语表达（word的三单形式）

226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27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228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229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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